
东坡区正大300万只蛋鸡项目污水处理厂场外排水工程 工程

招 标 控 制 价

招标控制价(小写): 49094.62元

(大写): 肆万玖仟零玖拾肆元陆角贰分

招　标　人:  造价咨询人:  

(单位盖章) (单位资质专用章)

法定代表人
或其授权人:  

法定代表人
或其授权人:  

       (签字或盖章) (签字或盖章)

编　制　人:  复　核　人:  

(造价人员签字盖专用章) (造价工程师签字盖专用章)

编 制 时 间:  复 核 时 间:  

扉-2    



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
工程名称： 东坡区正大300万只蛋鸡项目污水处理厂场外排水工程\单项工程1【市政工程】 标段： 第1页 共1页

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
计量
单位

工程
量

金额（元）

综合单价 合价
其   中

暂估价

1 040101002001 挖沟槽土方
1.土壤类别：综合 
2.挖土深度：详见设计

m3 90 8.28 745.20

2 040501019002 渠道底板混凝土C25
1.渠道底板混凝土C25
2.自拌混凝土
3.C25

m3 15 603.85 9057.75

3 040501019002 渠道边墙混凝土C25
1.渠道边墙混凝土C25
2.自拌混凝土
3.C25

m3 22.5 609.59 13715.78

4 040501019003 混凝土渠道沉降缝
1.混凝土渠道沉降缝
2.表面油膏嵌缝

m 22.5 9.00 202.50

5 040103001004 利用开挖土方人工回填 1.利用开挖土方人工回填 m3 15 12.19 182.85

6 040103002005 余方弃置
1.废弃料品种 
2.运距

m3 75 3.10 232.50

  单价措施项目清单      

  混凝土模板及支架      

7 041102031001 管（渠）道平基模板 构件类型 m2 30 41.27 1238.10

8 041102032001 管（渠）边墙模板 构件类型 m2 300 42.72 12816.00

  分部小计    14054.10  

 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      

9 041106001001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
1.机械设备名称 
2.机械设备规格型号

台次 1 3737.35 3737.35

  分部小计    3737.35  

  分部小计    17791.45  

本页小计 41928.03

合　　计 41928.03

注：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，可在表中增设其中：“ 定额人工费”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-08 



总价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
工程名称： 东坡区正大300万只蛋鸡项目污水处理厂场外排水工程\单项工程1【市政工程】 标段： 第1页 共1页

序 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
费率
（%）

金额
（元）

调整费率
(%)

调整后
金额(元)

备注

1 041109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  1898.03  

1.1 ① 环境保护费
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项目
(定额人工费+定额机械费)

1.1 147.03  

1.2 ② 文明施工费
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项目
(定额人工费+定额机械费)

3.3 441.09  

1.3 ③ 安全施工费
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项目
(定额人工费+定额机械费)

4.2 561.39  

1.4 ④ 临时设施费
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项目
(定额人工费+定额机械费)

5.6 748.52  

2 041109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  64.16  

3 041109003001 二次搬运费   30.74  

4 041109004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  48.12  

5 041109005001 行车、行人干扰    

6 041109006001
地上、地下设施、建筑物的临
时保护设施

   

7 041109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   

8 041109008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  12.03  

合　　计 2053.08 - - -

编制人（造价人员）： 复核人（造价工程师）：

注:1“ 计算基础” 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为“ 定额基价” 、“ 定额人工费” 或“ 定额人工费+定额机械费” ，其他项目可为“ 定额人工费” 或“ 定额人工费+定额机械费” 。
   2 按施工方案计算的措施费，若无“ 计算基础” 和“ 费率” 的数值，也可只填“ 金额” 数值，但应在备注栏说明施工方案出处或计算方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-11



规费、税金项目计价表

工程名称：
东坡区正大300万只蛋鸡项目污水处理厂场外排水工程\单项工程1【市政工
程】 标段： 第1页 共1页

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计算费率（％） 金额(元)

1 规费
分部分项定额人工费+单价措施项

目定额人工费
10653.68 9.34 995.05

2 销项增值税额

分部分项工程费+措施项目费+其他
项目费+规费+按实计算费用+创优
质工程奖补偿奖励费-按规定不计
税的工程设备金额-除税甲供材料

（设备）费

44976.16 9 4047.85

3 附加税

分部分项工程费+措施项目费+其他
项目费+规费+按实计算费用+创优
质工程奖补偿奖励费-按规定不计
税的工程设备金额-除税甲供材料

（设备）费

44976.16 0.157 70.61

合计 5113.51

编制人（造价人员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核人（造价工程师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-13



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
（适用造价信息差额调整法）

工程名称： 东坡区正大300万只蛋鸡项目污水处理厂场外排水工程\单项工程1【市政工程】 标段： 第1页 共1页

序号 名称、规格、型号 单位 数量
风险系数

(%)
基准单价(元) 投标单价(元)

发承包人确认
单价(元)

备注

1 柴油(机械) L 211.756  7.725  

2 水 m3 18.93  4.37  

3 其他材料费 元 152.633  1.00  

4 建筑油膏 kg 34.2  2.50  

5 建筑焦油 kg 2.16  2.00  

6 煤 kg 16.875  0.70  

7 二等锯材 m3 0.333  1806.70  

8 复合模板 m2 74.04  29.10  

9 摊销卡具和支撑钢材 kg 164.28  5.00  

10 枕木 m3 0.08  1806.70  

11 镀锌铁丝 8# kg 5  5.00  

12 草袋子 m2 6.38  1.20  

13 商品混凝土 C25 m3 37.875  524.90  

注：1.此表由招标人填写除“ 投标单价” 栏的内容，投标人在投标时自主确定投标单价。
    2.招标人应优先采用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单价作为基准单价，未发布的，通过市场调查确定其基准单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-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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